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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琐记

老夫老妻

真情时刻

今年，原工作单位让我们个人自行去体检，
年届半百的儿子闻讯后立即对我和老伴说：“你
们不要着急，我带你们去体检。”儿子给我们预约
成功后，告诉了我们注意事项。

体检的那天，儿子早早开车来到了家门口，
接我们去了体检中心。儿子办理完各项手续，领
上手环，我们就开始体检。儿子见我走路不便，
就借了一辆轮椅车推着我。儿子分头帮助我和
老伴体检，两头跑，可忙坏了他。后来我请一位
和我一起排队体检的年轻人帮助，儿子才不用来
回奔忙。后来老伴到女性专区检查，儿子就集中
精力照护我了。我的彩超检查项目需要憋尿，儿
子就先带我们去餐厅吃饭。他忙着给我们打自
助餐，挑选食物，嘱咐我多喝豆浆、稀粥补充水
分，以备检查。餐后我去做彩超，医生说还得憋
尿，儿子又给我打来开水，让我喝下，并嘱咐我喝
完水，还要多走动走动。他扶着我来回走了几
圈，再去彩超室检查，终于完成了检查。

一直忙到快中午了，我们完成了全部体检项
目。老伴对儿子说：“咱家有包好的现成饺子，回
家我给你煮饺子吃。”儿子又开车把我们送回了
家。到了家门口儿子说：“我下午还要去办事，就
不回家了，你们累了一上午，赶快回家休息吧！”
我们望着儿子远去的车影，感慨地说：“真是孝顺
孩子啊！”

体检后第二天即可从手机上看到电子版体
检报告，可是我不会上“APP”。无奈之下又给儿
子发了短信，儿子回复说：“我去体检中心给你们
拿回纸质体检报告吧！”过了两天，儿子拿回了纸
质体检报告，帮助我们进行初步解读，并说：“你
们要想治疗哪个项目，我可以找医生线上问诊，
先不用跑路了。”

这就是我们的儿子，为我们排忧解难，不辞
辛苦又善解人意，老伴对我说：“真是居家养老的
坚强后盾啊！有困难就找我们的儿子吧！”

岁月如梭，一晃儿子已经 12 岁了，
父亲也在我这里住了 12 年。从儿子五
个月的时候开始，父亲就从老家到我这
里帮忙带孙子，这一带就是 12年。

孩子再开学就读初中了，每周只有
周末才能回家。这样一来，他也不需要
人天天照顾，父亲的任务也算是圆满完
成。这不，父亲准备回老家，好好地休
息休息。

父亲带孩子辛苦了十多年，现在要
走，我当然没有意见，可是儿子的意见
就大了，得知开学后爷爷就要回老家，
他满脸的不高兴，一再地找理由不让爷
爷走，比如说：“爷爷走了，周末回来怎
么吃饭？”或者说：“爷爷走了，周末谁陪
我下棋？”搬出来一堆理由来挽留。父
亲只好哄着说：“让爷爷回去休息休息，
放假了我再来。”父亲是个不善于表达
的人，但我在父亲的言语间，感受到了
一万个不舍得。

父亲很喜欢小孩，我小的时候，每
当邻居家的小伙伴来家玩的时候，父亲
总是十分高兴，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都拿出来招待。我长大生子了，父亲对
待孙子更是呵护有加，真正做到了“捧
着怕掉了，含着怕化了”，而我儿子也总
是“爷爷，爷爷”地叫个不停，哄得我父
亲十分开心。

小孩总有一些犯错的时候，当我责
罚儿子时，父亲就成了儿子的“保护
伞”。有一次，儿子作业没有做完就开
始看电视，我就把他教训了一通。当
时，他自知理亏，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恰好这个时候，父亲从外面遛弯儿回
来，儿子就直接跑过去抱住他爷爷大哭
起来。哭得可谓是撕心裂肺，好像受了
多大委屈一样。最后结果就是我被父
亲训了一顿，气得我哭笑不得。

我儿子对待他爷爷也是格外孝顺，
有好吃的必定要塞一块到他爷爷嘴里

尝尝，有时候他看到爷爷无聊的时候，
就会抱着棋盘跑过去找爷爷“杀一
盘”。这个下棋的技能可是得到我父亲
的真传，别看孩子岁数小，下军旗、下象
棋都是有模有样的。我父亲都没想到，
从小培养的棋手，现在长大了也能够帮
他解闷了。看他们两代人对弈时的场
景，一老一少，青丝对白发，让我感到岁
月的温馨，从他们的欢声笑语中我能感
受到满满的幸福。

现在父亲要回老家了，父亲和儿子
的不舍，总是让我无法自持，但我想，分
离只是换了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那种
已经融在血液中的感情，随着时间的发
酵只会越来越浓。

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听《常
回家看看》，当歌词里深情地唱到：“找点空
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
容，带着祝福，陪着爱人，常回家看看”，我的
眼睛不禁湿润了。

这么多年来，我和妻子每年回家看望父
母的次数简直是屈指可数，更别说常回家看
看了。想到这里，我连忙给远在老家的母亲
打了电话：“妈，我想你了，你身体还好吗？”母
亲听了，在那边安慰我说：“你这孩子，哭什么
呢，是不是受委屈了？想我就回来吧，你放
心，我身体好着呢！”听完母亲的话，我有点半
信半疑，但还是不放心。

前几天，我跟妻子商量，打算回老家看望
父母，毕竟我和妻子从年初上班，到现在还没
有回家。为了给父母一个惊喜，我和妻子决
定瞒着父母偷偷回家。

傍晚时分，终于到了老家，我和妻子下车
后，提着礼品，沿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巷道，往
父母家里走去，到了父母家门前，发现大门锁
着，心里猜测，要么父母还在菜地里忙着，没
收工呢，要么就在我弟弟家里。弟弟离父母
家隔一条巷子，只有数百米远，因为弟弟和弟
媳一直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母亲就经常去
弟弟家里，不是擦地板，就是浇花。当我和妻
一起走到弟弟家门口时，母亲真的在弟弟家
里，只是我却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一幕，只见
母亲站在院子里，艰难地撑着一根拐杖，腿上
还缠着一层白色的纱布，隐隐地看到纱布上
还有血迹，这时候，母亲正拿着手机，好像在
跟谁大声地说话，很快，我就听清了，母亲是
跟远在浙江的姐姐打电话，说：“丫头，你放
心，我身体好着呢，能吃，能跳，你就别为我担
心了，你还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让为娘的
担心。”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肆
意地流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在河边码头洗衣
服时，不小心摔倒的，伤势可不轻呢，而上次
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母亲就住在医院里挂
点滴呢。我的母亲哟！

“来，吃药，吃了药，病才能
好。如果你不吃药，我就不理
你了。”你能想到吗？这是一位
99岁的老爷爷在哄劝 97岁的老
伴。老夫妻生病一起住院，老
奶奶不肯吃药，家里人劝说无
效，老爷爷守在她的病床前，快
要急哭时，无奈对老伴发出了
这样的“威胁”。当我在网上看
到这段视频时，真是又羡慕又
感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用
这句话来形容老一辈的爱情，
真是最贴切不过了。

我曾亲眼目睹过这样深情
的陪伴。那年冬天，天气格外
寒冷，门外的积雪经久不化，八
十岁高龄的爷爷和奶奶，蜗居
在老宅里，轻易不敢出门，他们
一天的三顿饭，都由住在附近
的姑姑送来。虽然室内炉火温
暖，奶奶还是患了重感冒，我赶
回去探望时，奶奶窝在厚厚的
被子里，紧紧闭着眼睛，凌乱的
白发散在枕头上，显得格外憔
悴。我轻轻唤一声“奶奶”，她
睁开眼睛看到是我，立刻开始
告爷爷的状：“你看这个死老头
子，我感冒了，浑身没劲儿，只
想睡觉，他一遍遍让我喝水喝
水……烦死个人哩！”

爷爷才不理会，他端着个
大水缸给我看：“医生早就说
了，感冒一定要多喝水。这个
倔老婆子就是不听我的话，好
像我给她的不是水而是毒药！”
说着，他又把杯子凑到奶奶脸
前：“喝点，再喝点儿……”奶奶
真像小孩子一样，紧紧闭着嘴，
把脸转到另一侧，气得爷爷把
杯子放在桌子上：“不管你了，
爱喝不喝，又不是我难受！”

说罢，爷爷就独自到另一

个房间去了，好大一会儿没动
静。奶奶和我聊天，不时侧着
耳朵听听外面，过了一会儿，她
悄声叮嘱我：“看看你爷爷干啥
去了，那屋冷，别把他也冻感冒
了。你就跟他说，我把水喝光
了。”爷爷在另一个房间里剥花
生，听我这么一说，他又回到奶
奶的床前，看了看空水杯，这才
放下心来，又忙着去洗水果了。

奶奶比爷爷小 5岁，她是家
中独女，原本就被家人娇惯得有
点任性。两人相濡以沫几十年，
虽然奶奶经常闹些小脾气，外人
都说她脾气怪，爷爷却一直拿她
当小妹妹一样袒护：农忙季节，
村里的女人都要跟着男人下地
干活，奶奶也要去。爷爷却顶多
只让她把饭送到地头，然后把她
赶回家。村里人都打趣他：“真
会疼老婆啊！”爷爷装作不在意，
说：“家里的活比地里不少，喂鸡
喂鸭，做饭哄娃，那些杂事儿我
这个大老爷们儿可不想干！”

童年的记忆里，奶奶每次
复述当年爷爷说的这些话时，
神情都有些得意。她这辈子算
是被爷爷娇惯坏了，无论遇到
什么样的事，爷爷不得不对奶
奶认输时，顶多只会嘟囔这一
句：“真烦人，不想理你了！”

一个人真的不想理另一个
人时，必是铁了心，也伤透了
心，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就走，
哪里还会留下这样甜蜜的“威
胁”？也许，这就是爱情本来应
该有的样子吧，无论岁月如何
沧桑，也无论我们携手走过了
多么漫长的岁月，仍然离不开
彼此的陪伴，我不理你了，我真
的不理你了，其实是我想你陪
我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周末，我从外地回来休假的女儿一起去
看老妈，她看见了好久不见的外孙女，喜出望
外地又搂又抱，高兴得不得了。

女儿陪她姥姥聊天，问：“姥姥最近看啥
电视剧呢？”老妈一脸无奈地说：“没看啥电
视剧，现在看电视很麻烦，我一个人的时候整
不明白。”老妈说的苦恼我深有体会，现在是
网络电视，要两个遥控器并用才能找到想看
的节目，这对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来讲的确
太难了。

女儿听姥姥这样讲，拉着我说：“妈妈我
听说现在有一种智能屏，只要对着它说话就
可以看各种娱乐节目，特别适合老年人。我
现在就去商场买一个送给姥姥。”到了商场，
真的找到了这种智能屏，我们选好后，就回到
老妈家为她连网调试。调试好后，女儿告诉
老妈可以随时和智能屏说要看什么，智能屏
就会帮你找到你想看的任何节目。智能屏还
可以陪你聊天解闷。母亲半信半疑地说：“这
个东西能听懂我说的话？我让它做啥就做
啥？”女儿说：“是的呀。”老妈说：“我要听相
声。”女儿说：“小度小度，播一段相声。”只听
智能屏回答：“小度在呢，马上为您播放哦！”
然后屏幕上就清晰地出现了岳云鹏在说相声
的画面。老妈兴奋地说：“这真是神奇的好东
西啊！”女儿耐心地给老妈讲解，老妈认真地
学，那样子十分可爱，真像是得到盼望已久的
礼物的孩子。

看着老妈开心快乐的样子，我的心里有
种说不出的喜悦。老妈老了，老成了儿女眼
中的孩子。其实老人的要求从来都很少，只
要我们多一些陪伴、再多一点用心，就能让她
拥有一个快乐的晚年，而她的快乐就是儿女
们最大的幸福。

张军霞

儿子陪我们去体检
李汝骠

依依不舍祖孙情
王宏玮

隔代亲

母亲的“谎言”
张志松

老妈的旧爱新宠
侯淑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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